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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承建的纯水制备与废水处理

站工程属于市重点环保项目， 选址位

于板带二车间西侧。 工程内包含废水

处理厂房；MVR 蒸发系统站和两座废

水处理池， 总建设面积 2855 平方米。

项目的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到铜板带箔

项目二期工程的投产， 建安公司自承

建该项目伊始，就选派了经验丰富、战

斗力强悍的土建第一项目部承担此重

任， 由该公司分管土建建设副总经理

全程督导， 生产部和安环部派驻专人

蹲守现场保障施工。 该公司第一时间

组织了专家组对图纸进行分解， 对现

场地质情况和施工环境进行了勘查和

分析，就基础土方开挖、边坡支护、模

板安拆等制定了多套方案， 并对方案

逐一论证， 择优筛选形成最佳施工方

案。 该公司还通过对“人、财、物”多方

面实行科学统一的调配， 提高了整体

施工管理水平，为安全、优质、高效、低

耗、 文明地完成工程任务打下了管理

基础。

应对雨天上下齐抓赶进度

项目经过前期充分的筹备， 于 6

月份顺利动工。 随着一处处基础土方

不断开挖， 废水处理池基坑轮廓渐渐

清晰，按照施工计划安排，水池基础将

在 6 月份全部开挖完。 就在基础土方

开挖加快推进时，雨季突然而至，持续

的雨天给现场施工带来不小麻烦，根

据现场“晴雨表”显示，当月有 16 天下

雨。 连日降雨使得原本就是回填土基

坑的土质浸水后变得更加松软， 土方

开挖机械和运输车辆时常陷在泥地里

动弹不得，严重影响施工效率。 同时，

由于水池基坑达到 6 米， 雨水天气对

护坡安全增添了更多不稳定性， 导致

开挖一度停滞。 雨天作为室外土建施

工名副其实的“拦路虎”，致使施工计

划滞后。针对这一情况，金格公司负责

人来到现场，召集项目部、劳务方、监

理方、管理部门召开现场办公会，仔细

分析了现场实际， 制定了一系列超常

措施，立下“军令状”，必须在 7 月 11

日前将处理池基坑土方全部开挖完

成，并完成第一层垫层浇筑。具体措施

一是要求在晴天加大作业力度， 雨水

天气用铲车临时就近堆放， 再利用晴

天集中转运外场的方式， 将天气带来

的不利因素降至最低。 二是将每天的

施工计划再细化、再分解，每个节点责

任到人，并限定 11 日必须完成土方开

挖的总目标。同时，项目部根据新方案

积极调整施工工序， 现场施工首要任

务从基础土方开挖转换为基坑边坡加

固和施工通道修缮， 正是有了这样一

个调整， 基坑边坡在雨水冲刷下没有

出现垮塌， 加上采取雨天以开挖和现

场临时堆放， 晴天以增加力量全力推

进和及时增派车辆向外场倒运， 现场

作业安全和工程推进有了保障。 新施

工方案虽然成本有所增高， 但原本滞

后工期一点点赶了上来。与此同时，与

废水处理池配套的厂房基础加固施工

一刻也未停，真正做到了地上、地下同

步施工， 施工资源得到更加科学合理

调配。

迎战高温多管齐下显成效

就在项目有序推进时，另一头“拦

路虎”又出现了。 施工进入 7

、

8 月份，

今年盛夏时节的最高室外气温一度达

到 39

摄氏度

， 根据天气预报统计，这

两个月期间，超过 35

摄氏度

的天气有

47 天，37

摄氏度

以上天气也有 19 天。

毫无遮挡的工地现场就如同一个大烤

箱，炙热的骄阳煎烤着整个作业区。现

场施工人员还没有开始作业已经是汗

流浃背，现场脚手架、钢筋等金属在上

午表面温度就能接近 50℃，戴着手套

也能让人感受到金属炙烫感。 面对这

一情况，项目部调整了现场作业时间，

为最大限度避免职工在高温下作业，

选择充分利用早晚宝贵时间加大作业

力量和扩大作业面， 全力加快施工进

度。同时安排专职人员制作冰水、冰西

瓜等防暑降温饮品分发给现场作业人

员降温解渴。 但是高温天气还带来另

一个严峻问题， 面对高温天气有一部

分劳务人员选择了回家避暑。 项目部

将情况上报公司研究后， 及时制定了

解决方案。 一是给现场劳务人员设立

抢工期奖金，提高他们的出工积极性；

二是延长日落后作业时间， 弥补人手

短缺造成的影响。 经过公司和项目部

积极应对，以及现场施工的合理安排，

在 8 月底， 纯水制备与废水处理站顺

利封顶，水池周围土方全部回填完毕。

进入 9 月份， 项目部加大厂房内

设备基础施工力量， 将工作重心集中

在设备基础的施工中。 经过建安公司

合理科学部署和项目部全力以赴地做

好现场施工管理， 最终在 9 月 8 日比

计划工期提前两天完成全部基础施

工，在 10 日工序交接时，甲方和监理

方仔细核对了基础尺寸， 检查了基础

施工质量后共同签订了“工序交接

单”，甲方对建安公司面对重重困难依

旧按期， 甚至提前完成工期目标表示

高度赞许。

项目建设过程中， 该公司密切与

甲方加强联系，畅通沟通渠道，同时也

得到了甲方大力支持和配合。 甲方派

驻了项目工程部配合现场管理， 积极

参与现场方案制定及施工问题处置，

主动承担地下水管改道， 在高温天气

为现场作业人员多次送“清凉”，及时

协调解决了各种施工问题。 建安公司

则以优秀的施工质量和周到的服务予

以回馈，实现了双方共赢，形成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

（黄海波 艾辰龙）

9

月

10

日， 由建安公

司承建的中铝华中铜业有

限公司纯水制备及废水处

理站两个项目设备基础顺

利完成，并通过验收完成工

序交接。建安公司面对雨水

和高温这两头工程建设“拦

路虎”，积极采取超常措施，

实现了在逆境中保质保量

完成既定工程进度要求，受

到甲方和监理方一致赞扬。

冶炼厂创新团队荣获

下陆区“每周一星”称号

“百折不挠追一梦，巧匠手里花样翻新生

效益；革故鼎新谏良言，能工心中谋略无穷促

发展”。

9

月

17

日，冶炼厂熔炼车间创新工作

室获得下陆区“每周一星”的评语引发厂干部

职工热议。

该工作室成立以来， 每年可收集职工各

类意见、建议

300

余条，累计每年可为企业创

造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

2000

万元以上，

3

项

创新改善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7

项获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工作室先后被评为“黄石市技

师创新示范工作室”“湖北省省级高技能人才

工作站”。

（陆军 郑沛田）

“通过改善提高，电解系统水循

环利用率达到了

99%

， 每月综合节

约用水量

6000

立方米，可节约水费

9

千元。 ”

9

月

15

日，冶炼厂电解车

间的“环保达人”通过改造冷凝水罐

相关管网， 实现了冷凝水循环再利

用。 这是该车间职工推进清洁生产

绿色发展， 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节

能的一个缩影。

“车间每天都要进行拉网式检

查，各项作业区实行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实行环保指标硬考核！ ”该

车间安全员李胜的话语掷地有声 。

推进岗位责任区管理， 将管辖区分

片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 做到每一

片区域、 每一台设备和每一块绿地

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其中，每周一期

的《环保装置作业安全通报》，将“反

面教材”及时发布，起到了良好的警

示作用。

“责任区管理就是‘谁的地盘谁

主管’，生产现场的每位职工对自己

责任区设备设施完好、 作业过程安

全、工作环境整洁等负责。 ”职工胡

广林介绍说。 车间班组职工纷纷动

脑筋，想方设法为节能低碳做贡献，

对老旧设备进行整改， 利用空余时

间给设备擦油污 、除锈 、刷漆 ，使装

置现场旧貌换新颜， 提高设备运作

效率，降低电能消耗。 “现在，岗位职

工已经把责任区当作 ‘家 ’来管理 ，

在工作中主动想事、主动做事，无论

是工具物品定置摆放， 还是装置隐

患消除，都能够及时高效地完成，减

少和预防了各类安全环保隐患发

生。 ”职工杨鹏介绍说。

清污分流区域里污水垃圾较

多， 在泵体下部绑钢丝网时间长了

细小垃圾就把网眼堵塞住， 导致污

水抽取效率下降。 “总不能老是让设

备缚手缚脚 ， 工作效率都被拉低

了！ ”想到这，电积班班长吴志国一

心想要 “啃 ”下硬骨头 ，带着一身不

服输的倔劲，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实

地观察，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过

反复观察， 找到了答案提出改造建

议。 使用废旧钢筋做一个长方形框

架，用大格子钢丝网把四面包住，再

用小格子网在里面包住泵头， 这样

就可以防止细小垃圾吸入泵体 ，有

效提高了设备效率和清污效果。

如今， 绿色低碳成了该车间时

下的流行风尚， 岗位上诸如废机油

回收再利用、 母线边排打磨提高电

流转换效率等，一项项环保小技改，

使现场操作环境大为改善。 呈现在

大家面前的是干净、整洁、舒适的现

场作业环境。 “现在你抬头看我们的

厂房房顶， 天空上的蓝天白云让人

心旷神怡！ ” 看着现场发生的新变

化， 大伙儿话语中都是满满的成就

感。 （邓小辉 吴大刚）

责任区里的“绿”动态

———冶炼厂电解车间推进清洁生产绿色发展小记

关于质量，我们都听过张瑞敏

砸冰箱的故事……

1985

年，时任海尔冰箱厂厂

长的张瑞敏接到了一封用户来信，

说海尔冰箱存在质量问题。张瑞敏

带人进入厂里将所有未出厂的冰

箱检查了一遍，结果发现有七十多

台冰箱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张瑞

敏随即召开员工大会，要求所有质

量不合格的冰箱必须全部砸掉，谁

生产的谁砸，并自己带头砸了第一

锤。 此后，海尔不仅建立起了全员

质量管理体系，更依靠过硬的产品

质量，将海尔的美名传遍了大江南

北，并扬名国际。

张瑞敏一锤子砸出了海尔质

量至上的企业文化，并使之成为企

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

我们大冶有色也有着自己的质量

理念，企业生命、员工品质、社会责

任。以质量树品牌，以质量创效益，

只有树立这样的质量意识，并身体

力行， 才能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九月是全国质量月，笔者所在的铜

绿山矿也开展了以 “加强市场监

管、建设质量强国”为主题的质量

月活动，重点开展“六查”“我为改

进质量献一计”合理化建议、“质量

月”征文等一系列活动。目前，这些

活动正在大力开展中。对铜绿山矿

而言 ，铜 、铁精矿品位 、铜精矿水

分、供矿质量等质量指标是重中之

重，管控好这些指标，也是抓好了

“一增一降”的关键。 窃以为，要保

证关键指标的质量，还是要做好两

方面的工作。

树立质量意识是根本。常听一

句话，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好

不好是能力问题。笔者认为，“做不

做得好”与“做不做”，同样都是态

度问题。只要用心做事，坚持不懈，

哪有做不成的？不过是有没有决心

与恒心的问题，有没有树立质量意

识的问题。 假如遇到问题，动辄用

“原矿品位就只有这么高”“铜精矿

含水高是因为矿石水分大”等理由

来推脱，放弃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与

管控，那还谈什么管理，谈什么效

益。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是企

业立身之本”的意识，明确“有质量

才有效益”这一辩证关系， 将目标

结果作为导向，引导职工对照质量

标准，精心操作，甚至大胆创新提

升产品质量的方法，将产品质量做

精、做优。

强化过程管控是关键。生产的

各个环节，若不加强管理，或多或

少都会影响产品质量。矿山各项重

要的指标，个人认为供矿质量排在

第一位。供矿质量在一系列指标的

源头，其质量的高低，影响着后续

指标， 对产品最终质量有重要影

响。这涉及两方面，一是品位，二是

铁件和水分。 要提升供矿质量，就

要从源头上抓好矿石贫化损失管

理 ，矿石 、废石各进其仓 、各进其

斗。采矿车间在矿石贫化损失管理

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结合党

员分片包干，采取采场喷漆划定可

采区域，抓好责任区内矿石贫化损

失管理。 对将废石进矿石仓的，一

次将给予

1

万元的处罚。 不同采

场品位调控，提高供矿品位。 在抓

贫化损失管理的同时，在供矿环节

严控水分和铁件，为下道工序提供

质量最好的矿石。

虽然每年的九月是“质量月”，

但是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每年这个

月开展活动，而应该渗透到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用提高质量的实际行

动， 将质量变成我们的神兵利器，

口口相传，为公司的深化改革闯出

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梅晓艳）

闯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工间

琐谈

9 月 6 日，博源环保公司废弃电

器拆解分公司组织技术能手和生产

骨干， 对今年以来节能降耗工作取

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 以便下阶

段推进此项工作更深入高效地开

展。

今年年初， 该分公司在对生产

成本消耗进行全面分析时发现，叉

车油耗、吨袋等材料消耗成本较高，

设备维修支出也居高不下。 对此，该

分公司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应对措

施： 给每台叉车建立单独的加油档

案，做到“一车一本”，并制定相应考

核细则，严格控制叉车油耗；将空压

机内房隔离改造成新的材料库，形成

“专人专库”的管理模式，每名职工头

上都挂有“库管”的责任，吨袋、周转

筐等生产材料经修复重复使用；成立

分公司维修小组，设备中、小修以自

修为主，缩减维修支出。 经过上半年

应用于实际生产，成效显著，节约成

本 20 余万元。

（喻亚丽 杨伟）

博源环保公司降本增效举措有成效

截至 9 月 18 日，金格钢构公司

已完成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 台钢制渣包制作，按照合同约定，

计划本月底陆续发货 ,剩余 6 台渣包

即将进入有序制作中。 这是该公司

开拓渣包市场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在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该公司

严格按照“自检、互检、专检”层层把

关， 确保了渣包组装精度、 焊接质

量、外观质量。 此次渣包制作与以往

不同之处就是结合了金川集团现场

使用工况， 重新设计了渣包溢水口

及引流槽将缓冷水引流到渣包壁体

上，加快冷却速度，大大加快循环速

度，起到了提高工效的作用，此工艺

设计也因此获得了甲方高度认可和

赞许。

（孙晓琴）

金格钢构公司对外成功签订

10台渣包制作订单

从

9 月 1 日起， 铜绿山矿开

展以“加强市场监管，建设质量强

国”为主题的“质量月”活动，紧紧

围绕大市场、大监管、大质量，有

效落实矿山质量主体责任。

活动期间， 该矿开展了查质

量意识、查质量水平、查质量保障

体系、查质量标准执行、查计量检

测保证、 查质量现场管理的“六

查”活动，并要求各单位充分发挥

广大职工的聪明才智，围绕工艺、

流程、制度、现场管理等方面，开

展“我为改进质量献一计”的合理

化建议活动， 该矿企划科将对切

实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的合理化

建议进行推广应用，并按《铜绿山

矿职工对标创效奖励办法》 进行

奖励。 该矿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确保公司

深化改革， 市场化对标工作顺利

推进。

（黄绿）

铜绿山矿扎实开展“质量月”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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